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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犎犪狉狉犻狊算子的快速图像匹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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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ＡＴＲ重点实验室，长沙市瓦砚池正街４８号，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针对局部特征匹配面临的实时性和鲁棒性难以兼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快速图像

匹配算法。通过分析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用特征检测的中间数据描述局部特征，并建立了一种基

于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的低维特征描述子，在保持算法鲁棒性的同时有效减少了算法的计算量，最后用特

征描述子之间的绝对值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匹配特征点以降低计算复杂度。实验结果表明，本算法不仅对图

像尺度缩放、旋转、模糊、亮度变化和较小视角变化保持不变，而且匹配速度较快。

关键词：图像匹配；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特征描述子；相似性度量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

　　图像匹配是计算机视觉中的一项关键技术，

在三维重建、特征识别、图像配准等诸多领域有着

极为重要的应用［１３］。图像匹配大致可以分为基

于灰度相关和基于特征的匹配两种。前者对图像

的旋转、尺度缩放、亮度变化、模糊变换和视角变

化等比较敏感；而基于局部不变特征的图像匹配

算法因具备对多种图像变换不敏感、对局部遮挡

适应性强等特点而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前，已有许多基于局部特征的图像匹配算法见

诸文献［４８］。

Ｌｏｗｅ
［４］提出了一种尺度不变特征变换（ｓｃａｌ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ＩＦＴ）算法。Ｍｉｋｏ

ｌａｊｃｚｙｋ
［５］采用对数极坐标的形式划分特征点邻

域，提出了一种扩展ＳＩＦＴ算法ＧＬＯＨ（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提高了算法

的鲁棒性。Ｗｕ等
［６］利用图像梯度的内积和外积

构建特征向量场，然后将特征点的圆形邻域划分

成１６个子区域，通过统计各个子区域的特征向量

场生成６４维特征描述子，进而实现图像匹配，该

算法对图像欧氏变换和亮度的线性变化保持不

变。王旭光等［７］提出了一种 Ｈａｒｒｉｓ相关特征，将

其应用于描述特征点的局部特征，生成一种９８维

特征描述子，并用其匹配图像特征点。这一类算

法利用梯度（或其扩展）的统计直方图构建局部特

征描述子，算法的鲁棒性较好，但也存在以下不

足：① 特征描述子建立方法复杂，伴随着插值和

加权运算，计算量很大；② 特征描述子的维度较

高，特征点匹配速度较慢，算法实时性较差。为了

提高算法的速度，Ｂａｙ等
［８］提出了一种 ＳＵＲＦ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ｏｂｕｓｔｒｅａｔｕｒｅ）算法，对积分图像作均

值滤波模拟ＬＯＧ算子，快速提取图像的特征区

域，然后利用Ｈａｒｒ小波的局部响应建立１２８维特

征描述子，并将其应用于特征点的匹配。

为了弥补上述算法的不足，更好地兼顾实时

性和鲁棒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

快速图像匹配算法。通过分析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基

本原理，提出用特征提取的中间数据描述特征点，

并利用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构建了一种３２维

特征描述子，最后采用特征描述子间的绝对值距

离关系匹配特征点。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犎犪狉狉犻狊算子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基本思想
［９］是：在图像中设计

一个局部窗口，当窗口沿各个方向移动时，考察窗

口的平均能量变化，若像素点处于平坦区域，则沿

任意方向的平均能量变化都很小；若像素点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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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区域，则沿边缘方向平均能量灰度变化较小，

垂直边缘方向平均能量变化较大；若像素点为角

点，则沿任意方向的平均能量变化均很大。基于

这一思想获得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 犕，其中，

犕＝∑
狌，狏

狑 （狌，狏）
犐２狓 犐狓犐狔

犐狓犐狔 犐２
［ ］

狔

，狑 （狌，狏）＝

ｅｘｐ（－
狌２＋狏２

２σ
２
）为高斯窗在（狌，狏）处的系数，犐狓、犐狔

分别为图像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梯度。像

素点的位置与犕 的特征值λ１ 和λ２ 之间的关系如

图１所示，基于此并为了避免计算λ１ 和λ２ 的值，

Ｈａｒｒｉｓ定义响应函数犚＝ｄｅｔ（犕）－犽×ｔｒａｃｅ２

（犕）检测图像的角点和边缘，其中ｄｅｔ（犕）和

ｔｒａｃｅ（犕）分别为犕 的行列式和迹。

图１　犕 的特征值与结构特征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犕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从图１可以看出，犕 的特征值能够反映像素

点周围的结构特征，所以其不仅可以用来提取角

点和边缘，还可以用其描述图像的局部特征。

图２（ａ）是一幅测试图像，图２（ｂ）是其每个像素点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的图像。从图２可以看

出，迹的大小能够反映对应像素点周围灰度变化

的剧烈程度，边缘区域和角点的迹较大，平坦区域

的迹较小。此外，易于证明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

迹具有如下性质：

１）假若犵（狓′）＝犳（狓）（狓′＝犚狓＋狋），则有

ｔｒａｃｅ（狓′）＝ｔｒａｃｅ（狓）；

２）若犵（狓′）＝α犳（狓）＋β，则ｔｒａｃｅ（狓′）＝

α
２ｔｒａｃｅ（狓）。

因此，本文采用Ｈａｒｒｉｓ的自相关矩阵之迹来

描述特征点，不仅不必计算特征值λ１ 和λ２，而且

还可以利用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检测过程中的中间数据

ｔｒａｃｅ（犕）描述局部特征，减少特征描述的计算量。

１．２　生成３２维描述子

生成局部不变特征描述子的关键就是如何有

效地描述特征，使其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可区别

性，同时又要兼顾计算复杂度和特征描述子的维

度，其中不仅要决定采用何种信息才能有效描述

图２　测试图像及其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的图像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ｒａｃ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Ｈａｒｒｉｓ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局部特征，而且要解决采用什么方式来描述的问

题。本文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描述特征

点，具体方法如下。

１）以特征点为中心，以特征点主方向为

θ＝０，按照式（１）和式（２）建立极坐标系，其中狉和

θ分别为极径和极角，（狓犮，狔犮）为特征点的坐标，θ犮

为特征点的主方向。

２）按照图３所示的方式以特征点主方向为

起始角度将特征点邻域划分为３２个子区域，从而

使构建的特征描述子具有旋转不变性。

３）统计 犎犚犻
获得特征向量犜犎 （狓，狔）＝

（犎犚
１
，犎犚

２
，…，犎犚

３２
），对犜犎 归一化处理生成３２

维描述子。其中 犎犚犻
＝
１

犖犚犻
∑

（狓，狔）∈犚犻

ｔｒａｃｅ（狓，狔），

ｔｒａｃｅ（狓，狔）为像素点（狓，狔）的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

之迹，犖犚犻为子区域犚犻中的像素点总数。

由于对特征向量犜犎 进行了归一化处理，所

以特征描述子对图像亮度的线性变化保持不变。

本文特征描述子是由各个子区域中的 Ｈａｒｒｉｓ自

相关矩阵之迹的均值生成，其维度取决于划分的

子区域个数，而之所以采用３２维特征描述子，则

是在综合考虑算法鲁棒性和计算量后的结果。

狉＝ （狓－狓犮）
２
＋（狔－狔犮）槡

２ （１）

θ＝ａｔａｎ（
狔－狔犮
狓－狓犮

）－θ犮 （２）

图３　特征点邻域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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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算法实现

设待匹配图像为犐１ 和犐２，首先分别建立其高

斯金字塔模型，用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提取每层图像的角

点作为特征点，统计每个特征点较小邻域内的梯

度方向直方图，将直方图主峰值所对应的方向作

为特征点的主方向，并用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

为每个特征点建立特征描述子。然后采用特征描

述子间的绝对值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匹配特征

点，获得初始匹配点集。最后用 ＲＡＮＳＡＣ（ｒａｎ

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算法剔除错误匹配点，最

终实现特征点的匹配。

设点犃、点犅的特征描述子为犘犃 和犘犅，则

其特征描述子之间的绝对值距离ｄｉｓｔ（犘犃，犘犅）＝

‖犘犃－犘犅‖１＝∑
狀

犻＝１

犪犻－犫犻 ，其中犘犃＝［犪１犪２…

犪狀］，犘犅＝［犫１犫２…犫狀］。具体匹配方法是：从图像

犐１ 中取特征点犃，在图像犐２ 中找出与其特征描述

子距离最近的点犅 和次近的点犆，若ｄｉｓｔ（犘犃，

犘犅）／ｄｉｓｔ（犘犃，犘犆）＜狋，则认为点犃和点犅为初始

匹配点对，其中狋是最近距离和次近距离之比的比

例阈值，降低这个比例阈值，匹配点数目会减少，但

更加稳定，所以一般根据实际应用对匹配点数目和

稳定性的需求确定狋的取值大小。遍历图像犐１ 中

的所有特征点，即可获得一组初始匹配点集。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中采用的测试图像来自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０５

标准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了视角变换、尺度和旋

转变换、模糊变换、光照变化等变换条件下的场景

图像。本文从算法的鲁棒性和实时性两个方面考

察算法的性能，并将其与ＳＩＦＴ、ＳＵＲＦ算法进行

了对比实验。

３．１　鲁棒性

本文采用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５］曲线评价基于局

部特征图像匹配算法的鲁棒性，其中Ｒｅｃａｌｌ表示

查全率，是正确匹配特征点数与两幅图像间对应

特征点总数的比值；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表示查准率；１Ｐｒｅ

ｃｉｓｉｏｎ表示查错率。实验中最近距离和次近距离

之比的比例阈值狋取０．８，且判断两个特征点匹配

的标准是：① 两个特征点的相对距离误差小于４；

② 特征区域的重叠误差率
［１０］低于０．５。

图４（ａ）～４（ｄ）分别是ＳＩＦＴ、ＳＵＲＦ以及本

文算法对ｂｏａｔ、ｃａｒｓ、ｂｉｋｅｓ和ｇｒａｆｆｉｔｉ数据集的测

试结果。在旋转和缩放实验中，存在３０°～４５°的

旋转，同时伴随着１～２．５倍的缩放，从图４（ａ）可

以看出，本文算法的鲁棒性与ＳＩＦＴ算法相当，优

于ＳＵＲＦ算法，这是由于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

对图像的欧氏变换保持不变，对图像的缩放相差

一个比例因子，且以特征点的主方向为起始角度

划分特征区域使特征描述子具有旋转不变性。在

亮度变化实验中，测试图像通过调整相机的设置

获得。从图４（ｂ）可以看出，在查错率小于０．０２

时，本文算法的性能略优于ＳＩＦＴ；查错率大于

０．０２时，本文算法稍次于ＳＩＦＴ，但均好于ＳＵＲＦ

算法，这是因为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对图像亮

度线性变化相差一个比例因子且特征描述子进行

了归一化处理。在模糊变换实验中，测试图像是

通过改变相机焦距获得的，从图４（ｃ）可以看出，

本文算法与ＳＩＦＴ 性能相近，但略好于ＳＵＲＦ。

在视角变化实验中，测试图像间存在着２０°～４０°

的视角变化，从图４（ｄ）可以看出本文算法虽然与

ＳＩＦＴ算法有一定差距，但明显优于ＳＵＲＦ算法。

从整体上看，本文算法鲁棒性较强，主要原因

是：①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具有较好的性质，

能够很好地反映 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周围的局部特征；

② 以特征点主方向为基准建立极坐标系并划分

特征点邻域使特征描述子具有旋转不变性；③ 对

特征向量作归一化处理使特征描述子对图像亮度

的线性变化不敏感；④ 特征描述子是由特征点邻

域子区域 Ｈａｒｒｉｓ自相关矩阵之迹的统计值生成，

对较小视角变化有一定的适应性。

图５（ａ）～５（ｄ）分别给出了在旋转缩放、亮度

变化、图像模糊和较小视角变化情况下标准数据

集与实验数据集的匹配实例。为了进一步说明算

法的性能，在图５（ｅ）～５（ｆ）中给出了两组航拍图

像的匹配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图５（ｅ）中

的测试图像间存在旋转和缩放变换，图５（ｆ）中的

测试图像间存在着较小角度的视角变化，算法的

匹配效果依然较好。

３．２　实时性

ＳＩＦＴ、ＳＵＲＦ 和 本 文 算 法 均 是 在 基 于

ＯｐｅｎＣＶ的ＶＣ
＋＋环境中实现的（Ｐｅｎｔｉｕｍ４ＣＰＵ

２．８Ｇ，５１２Ｍ内存），多次测试的平均处理时间如

表１所示。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４种测试条件下，

本文算法处理时间均最短，处理速度是ＳＩＦＴ的５

倍以上，比ＳＵＲＦ算法也有较大提高。本文算法

的匹配速度之所以较快，主要原因是：① 在高斯

金字塔图像上提取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减少了所需处理

的数据量；② 利用特征提取的中间数据描述特征

８０４



　第３７卷第４期 唐永鹤等：一种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快速图像匹配算法

图４　三种算法鲁棒性比较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ＳＩＦＴ，ＳＵＲＦ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５　匹配实例

Ｆｉｇ．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点，减少了生成描述子的计算量；③ 采用绝对值

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降低特征点匹配的复杂度，

且特征描述子只有３２维，减少了特征匹配时的运

算量。

表１　３种算法平均处理时间比较表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算法 旋转缩放／ｓ 亮度变化／ｓ 模糊变换／ｓ 视角变化／ｓ

ＳＩＦＴ ２８．０３７ １４．６５６ｓ １９．１３３ １８．０４２

ＳＵＲＦ １３．３８０ ４．４３０ ６．５４５ １１．０２６

Ｈａｒｒｉｓ ３．７２５ ２．７８２ ３．１１０ ２．９４９０

４　结　语

为了更好地兼顾局部特征匹配算法的鲁棒性

和实时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的快

速图像匹配算法。将特征提取和特征描述相结

合，建立了一种生成简单且维度较低的特征描述

子，并利用特征描述子间的绝对值距离关系匹配

特征点。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不仅处理速度

较快，而且对图像的旋转缩放、亮度变化、图像模

糊和较小视角变化不敏感，特别适用于实时性要

求较高，存在旋转、尺度缩放、亮度差异以及视角

变化不大的图像间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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